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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6日电（记者朱基
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1月15
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
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海南省委、
省纪委监委坚持不懈努力，外逃职务犯
罪嫌疑人王军文回国投案自首并积极退
赃。这是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后首
名回国投案的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也
是中央追逃办对外公布 50 名涉嫌职务

犯罪和经济犯罪的外逃人员有关线索之
后，第6名到案的外逃人员。

王军文，男，1951年10月出生，曾任
海南省纺织工业总公司总经理、省经济
合作厅党组书记、华海公司董事长，涉嫌
受贿罪。2003 年 9 月，王军文外逃。
2003年9月24日，海南省检察院对其进
行立案侦查，2014 年 11 月 10 日批准逮
捕。

中央追逃办有关负责人表示，王军
文归案再次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持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鲜
明态度和坚定决心。我们将认真学习和
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三次全会部署，一体
推进追逃防逃追赃工作，巩固发展反腐
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我们再次敦促所有
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主动弃恶从善，尽
快回国投案，争取宽大处理。

新华社石家庄1月16日电（记者杨
帆）近日有媒体曝光了河北华林酸碱平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林公司）
涉嫌虚假宣传和传销行为，引起舆论广
泛关注。15日晚，河北省黄骅市委市政
府网站“黄骅在线”发布消息称，联合调
查组进驻华林公司以来已初步查明，该
公司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公司主要
负责人和相关人员已被警方控制。

近日有媒体曝光了华林公司虚假宣
传和传销行为，在媒体采访的电视画面中，
华林公司营销人员自称“因为我们有直销
牌照所以是正规的传销”，相关报道引起舆
论广泛关注。记者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查询，河北华林酸碱平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是河北华林集团旗下的全资子公
司，公司于2002年10月23日成立，法人代
表为刘玉龙，注册资本8500万人民币。

近日，河北沧州黄骅市成立了由市
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相关部门参加的
联合调查组，进驻企业开展全面调查。

15日晚，“黄骅在线”发布消息称，自
联合调查组进驻华林公司以来，经过紧
张的工作，初步查明，该公司涉嫌组织领
导传销活动。目前公司主要负责人和相
关人员已被警方控制，对该案地方有关
部门将依法依规，彻查严办。

据新华社电 28载隐姓埋名，填补我国原子核理论空白，实
现氢弹突破和武器化——1月16日，对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的“两弹一星”功
勋奖章得主、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改革先锋奖章获得
者于敏去世，享年93岁。于敏去世后，曾于1999年获颁“两弹

一星”功勋奖章的23名著名科学家，目前仅剩3人健在，他们
是：王希季、孙家栋和周光召。

于敏，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对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1926 年，于敏生于一个天津小职员家庭，从小读书爱问
为什么。进入北大理学院后，他的成绩名列榜首。导师张宗
遂说：没见过物理像于敏这么好的。

新中国成立两年后，于敏在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
的近代物理所开始了科研生涯。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
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正当于敏在
原子核理论研究中可能取得重大成果时，1961 年，钱三强找
他谈话，交给他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

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转行。从那时起，他开
始了长达28 年隐姓埋名的生涯，连妻子都说：没想到老于是
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为了尽快研制出中国自己的氢弹，于敏废寝忘食。“百日
会战”令人难以忘怀。100多个日日夜夜，于敏先是埋头于堆
积如山的计算机纸带，然后做密集的报告，率领大家发现了
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形
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在他的组织和部署下，氢弹理论得以突破。1967 年 6 月
17日，罗布泊沙漠腹地，一朵蘑菇云升腾而起，我国氢弹试验
取得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
国用了7年多，苏联用了4年，中国用了2年8个月。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于敏率领团队又在二代核武器研制
中突破关键技术，使我国核武器技术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
阶。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极高的
荣誉纷至沓来，于敏一如既往保持着谦逊。他婉拒“氢弹之
父”的称谓。于家客厅高悬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
远”。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
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于敏说。

痛失巨擘！氢弹之父于敏去世

海南原国企负责人王军文回国投案自首

河北华林公司涉组织领导传销 主要负责人被警方控制

新华社北京1月16日电（记者侯晓
晨）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6日在就加拿大
公民谢伦伯格因走私毒品罪被判处死刑回
答相关提问时表示，此事发生在中国，就必
须按照中国法律处理，中方不会允许任何
国家的毒贩戕害中国人民的生命。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加
拿大公民谢伦伯格因走私毒品罪被大连
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后，加拿大领
导人称中国“随意”作出死刑判决。加拿
大外长弗里兰声称，死刑是不人道和不
恰当的。另据加拿大媒体报道，谢伦伯格
早在2003年和2012年，就分别因持有毒
品和贩卖毒品被加拿大法院判刑。不少
加拿大网民认为，走私200多千克冰毒是
非常严重的罪行，加拿大政府不该为了
这么一个恶劣的毒贩挑起外交事端。中
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不知道加方领导人能否向

本国民众解释清楚，222千克毒品会夺走多
少人的生命？夺走多少个家庭的幸福？如果
谢伦伯格因走私贩毒222千克被判死刑是
不人道、不恰当的，那么让更多人被毒品夺
走生命就是人道和恰当的吗？”

她表示，中国人对1840年鸦片战争
后饱受毒品危害记忆犹新，不会允许任何
国家的毒贩再来戕害中国人民的生命。

“如果谢伦伯格是在加拿大走私贩毒，加
方怎么处理，我们不会在意。但此事发生
在中国，就必须按照中国法律处理。”

“中国司法机关的判决是正义的，而
加方领导人有关表态显然是太随意了，
这有损加拿大的形象和信誉。希望他们
尊重法治，尊重中国的司法主权。”华春
莹说。

另外，针对澳大利亚代理外长称“谢
伦伯格案不适用死刑，中方不应如此快
速断案”的说法，华春莹说：“对于走私贩

毒这样社会危害性极大的严重罪行，国
际社会的共识是严厉打击惩处。加民众
的意见也都是一致的，要求政府予以严
厉打击，这才是对人民生命的珍视、尊重
和保护。”

华春莹说，根据中方有关法院公布
的情况，谢伦伯格所走私的这批200多千
克毒品，原计划要运往澳大利亚，“难道
澳大利亚方面愿意看到这批毒品流入澳
大利亚去危害澳大利亚民众吗？”

她说，谢伦伯格案件办理过程严格
依照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
有关规定，履行了相关法律程序，不存在
任何程序违法之处。本次庭审程序中，大
连中院依法保障了辩护律师阅卷等权
利。法院立案、组成合议庭、履行送达、告
知及开庭时间地点等环节均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关于期限的规
定。

外交部外交部：：走私贩毒发生在中国走私贩毒发生在中国，，就必须按照中国法律处理就必须按照中国法律处理

新华社北京1月16日电（记者高洁）近日，高德地
图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未来交通与城
市计算联合实验室、阿里云等单位共同发布了《2018
年度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以下简称 《报
告》），《报告》显示，深圳退出十大“堵城”，济南
拥堵降幅最大，全国近90%城市拥堵下降或持平。

交通大数据为城市做诊断交通大数据为城市做诊断

高德地图大数据分析师房一多介绍，基于路网行
程延时指数对监测的50个城市进行对比分析，发现
2018年是四年来路网高峰行程延时指数最低的一年，
同比2017年全国近90%城市拥堵下降或持平。而通过
该指数排名的中国“堵城”排行榜中，北京位列第
一，广州位列第二，上海位列第八。但即便位列第八
的上海，其工作日平均通勤时长 （双程） 也达85.27
分钟，也就是说，假如一个上海人要上35年班，他
一生花在通勤上的时间为11869小时，这其中有5443
小时是因为拥堵导致的。

在 《2018Q3 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 中，
高德地图首次推出了“城市交通立体化诊断和评价体
系”，高德地图继续完善了该诊断和评价体系，并首
创了综合性评价指数——“交通健康指数”。通过该
指数，重点分析了全国50个主要城市的交通运行状
况。据悉，交通健康指数越高说明离理想值越近，城
市运行相对越健康；指数越低则说明多项指标距离理
想值越远，城市运行相对越不健康。

《报告》显示，依据交通健康指数，在监测的50
个城市中，南通位列城市交通健康榜首位，其次为绍
兴、台州、常州、唐山等二三线城市，一线及省会等
大型城市的交通健康指数相对普遍较低，其指数与理
想值相距较远。

从路网高峰行程延时指数这一指标来看，2018年
是近四年拥堵程度最低的一年。历史数据显示，2015
年全国拥堵呈现逐步上升趋势，2016年拥堵整体处于
最高位，2017年拥堵较2016年略有缓解但拥堵程度
高于 2015 年，而 2018 年路网高峰行程延时指数
1.60，为四年来最低，相比2016年拥堵缓解4.2%，指
数降幅较明显。

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361个城市中，有61%的
城市通勤高峰时处于缓行状态，有13%的城市处于拥
堵状态，26%的城市不受通勤拥堵威胁。与2017年相
比全国62%的城市拥堵同比下降，27%的城市同比基
本持平，只有11%的城市拥堵呈现上涨。

高德地图大数据分析团队分析认为，近年城市交
通拥堵逐年缓解，可能与政府对交通治理的重视、城
市智能交通系统中新技术的不断应用、基础道路网络
的建设和完善、公共交通（尤其是地铁路网）的不断
完善等原因有关。

中国堵城排行榜发布中国堵城排行榜发布

《报告》还发布了基于路网高峰行程延时指数排
名的2018年度中国“堵城”排行榜。本年度北京居
首 ， 路 网 高 峰 行 程 延 时 指 数 2.032， 平 均 车 速
23.35km/h，而广州、哈尔滨、重庆、呼和浩特、贵
阳、济南、上海、长春、合肥依次进入中国十大“堵
城”。其中，去年位居“首堵”的济南，今年降幅明
显，位于第七名。一线城市深圳跌出十大“堵城”，
位于第十五名。

此外，数据还显示，监测的50个城市中有35个
城市拥堵同比 2017 年下降，其中降幅最大的是济
南，降幅达 10.57%，是唯一下降幅度超过 10%的城
市。而其他降幅较大的城市依次为石家庄、青岛、西
宁、唐山、哈尔滨、郑州、西安、烟台、大连。

《报告》显示，从路网高峰拥堵路段里程占比这
一指标来看，2018 年北京高峰拥堵路段里程占比为
11.08%，位居监测城市中第一名，也就是说北京平均
每100公里就有11.08公里路段处于拥堵或严重拥堵
状态，其次为广州、上海、南宁。

休闲娱乐目的地出行热度下降休闲娱乐目的地出行热度下降

《报告》对监测的50个城市的出行目的地进行了
分析，发现 2018 年相比 2017 年在旅游、美食、金
融、娱乐等多方面出行有所下降，而去往住宅小区、
政府相关出行目的地占比有所上升；在购物、工作、
教育、医疗、生活服务、汽车服务等出行基本与去年
持平。

另外，2018年国家级景区、公园、纪念馆热度降
低，而风景名胜、博物馆、旅游景点则热度上升，一
些知名度略低的景点也受到了游客的青睐。2018年电
影院、网吧、游乐场等类型的出行与2017年同比出
现了下降，而运动场所、度假村、酒吧等类型出行出
现上涨，反映出人们日常休闲方式更加多样化。

2018年度

中国“堵城”排行榜发布


